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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，

修直他的途徑。」(瑪3:3)



大綱：

1) 短片

2) 簡介若翰的名字

3) 若翰的由來及使命

4) 若翰怎樣進行他的使命呢？

5) 為什麼說洗者若翰是最大的先知？

6) 為什麼說洗者若翰是最小的先知？

7) 反省與實踐



若翰（John the Baptist）

◼又稱洗者若翰

◼第四福音作者若望

◼基督教將二人統譯作約翰

◼天主教會為了分別二人，將第四
福音作者譯作若望，將這位洗者
譯作若翰



若翰（John the Baptist）

若翰

按希伯來文

即是

「天主的恩賜」之意



洗者若翰

的由來及使命

最大最小的先知



預報若翰誕生 （路1:11-20）

◼父親 : 匝加利亞

◼母親 : 依撒伯爾

◼二人老年時，天主賜給他們兒子

◼是由天使報知他們將會懷孕生子



天使向他說：

「匝加利亞，不要害怕！因為你的

祈禱已蒙應允，你的妻子依撒伯爾

要給你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

叫若翰。你必要喜樂歡躍，許多人

也要因他的誕生而喜樂」(路1:13-14)



「他在上主面前將是偉大的，淡酒

濃酒他都不喝，而且，他還在母胎

中就要充滿聖神；他要使許多以色

列子民轉向上主，他們的天主；」

(路1:15-16)

天使告知：若翰將負有特殊的使命



「他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，在

他前面先行，使為父的心轉向兒子，

使悖逆者轉向義人的心意，並為上

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。」

(路1:17)

天使告知：若翰將負有特殊的使命



若翰誕生與割損

若翰出生後，

第八天受割損時，

由他的父親匝加利亞

給他起名叫若翰。

（路1:59; 63）



詩歌（路1:68-79）

匝加利亞

由於由衷的喜樂，

曾吟詠了一首詩歌，

來讚美感謝天主的仁慈，

同時也預言了他這新生的嬰兒



讚美、感謝、預言 (路1:68-79)

「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美，

因他眷顧救贖了自己的民族，

並在自己的僕人達味家中，

為我們興起了大能的救主，

正如他藉歷代諸聖先知的口所說過的，

拯救我們脫離敵人和仇恨我們者的手。



讚美、感謝、預言 (路1:68-79)

他向我們的祖先施行仁慈，

記憶起他自己的神聖盟約，

就是他向我們的祖宗亞巴郎所宣述的
誓詞，

恩賜我們從敵人手中被救出以後，

無恐無懼，一生一世在他面前，

以聖善和正義事奉他。



讚美、感謝、預言 (路1:68-79)

至於你，小孩，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
知，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，為他預備
道路，為使他的百姓認識救恩，以獲
得他們罪惡的寬宥：這是出於我們天
主的慈懷，使旭日由高天向我們照耀，
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，並
引我們的腳步，走向和平的道路。」



若翰的故鄉:艾殷卡陵 (Ain Karim)



若望福音序言，也曾論及若翰

「曾有一人，是由天主派遣來的，
名叫若翰，這人來是為作證，是為
光作證，為使眾人藉他而信，他不
是那光，只是為給那光作證」

（若1:6-8）



洗者若翰

怎樣進行

他的使命呢？

最大最小的先知



「若翰便在曠野出現，

宣講悔改的洗禮，

為得罪之赦」。(谷1:4)

若翰講道施洗

當耶穌快要出來傳教時



瑪3:1-3 也有記載

那時，洗者若翰出現在猶太曠野宣
講，說：「你們悔改罷！因為天國
臨近了。」

這人便是那藉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
的：「在曠野裏有呼號者的聲音：
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
的途徑。」



若翰所講的道理 (瑪3:7-11)

「毒蛇的種類！誰指教你們逃避那
即將來臨的忿怒？

那麼，就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罷！

你們自己不要思念說：我們有亞巴
郎為父。我給你們說：天主能從這
些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。」



若翰所講的道理 (瑪3:7-11)

「斧子已放在樹根上了，凡不結好
果子的樹，必被砍倒，投入火中。

我固然用水洗你們，為使你們悔改；
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，比我更
強，我連提他的鞋也不配，他要以
聖神及火洗你們。 」



以身作則，度著刻苦的生活

「這若翰穿着駱駝毛做的衣服，

腰間束着皮帶，

他的食物是蝗蟲和野蜜。」

（瑪3:4）



給人付洗

施洗地方 (不祇在一個地方)

約但對岸的伯達尼 (參閱若1:28)

臨近撒林的艾農 (參閱若3:23)



給人付洗

受若翰洗禮的人

有各級的人：

普通百姓

軍人（路3:14）

法利塞黨人和撒杜塞黨人(瑪3:7）

耶穌



耶穌受洗

若翰認出耶穌

正是應為他作證的那位

初不願給耶穌付洗

在耶穌邀請下，才依耶穌
的話，給耶穌付洗



耶穌受洗 (瑪3:13- 15)

那時，耶穌由加里肋亞來到約但河
若翰那裏，為受他的洗；但若翰想
要阻止他說：「我本來需要受你的
洗，而你卻來就我嗎？」耶穌回答
他說：「你暫且容許罷！因為我們
應當這樣，以完成全義。」於是若
翰就容許了他。



為耶穌作證 （若1:19-27; 瑪3:11）

若翰說：

◼ 他自己不是默西亞

◼ 在他們中間站著的，而他們不認識
的那位才是默西亞

◼ 連給他解鞋帶也不配



瑪3:11

我固然用水洗你們，

為使你們悔改；

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，

比我更強，

我連提他的鞋也不配，

他要以聖神及火洗你們。



若1:19-27

這是若翰所作的見證：

當時，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派遣了司
祭和肋未人，到他那裏問他說：
「你是誰？」

他明明承認，並沒有否認；他明認
說：「我不是默西亞。」



若1:19-27

他們又問他說：「那麼你是誰？你是
厄里亞嗎？」

他說：「我不是。」

「你是那位先知嗎？」

他回答說：「不是。」



若1:19-27

於是他們問他說：「你究竟是誰？
好叫我們給那派遣我們來的人一個
答覆。關於你自己，你說甚麼呢？」

他說：「我是在曠野裏呼喊者的聲
音：修直上主的道路罷！正如依撒
意亞先知所說的。」



若1:19-27

被派遣來的有些是法利塞人。

他們又問他說：

「你既不是默西亞，

又不是厄里亞，

也不是那位先知，

那麼，你為甚麼施洗呢？」



若1:19-27

若翰答覆他們說：

「我以水施洗，

你們中間站着一位，

是你們所不認識的；

他在我以後來，

我卻當不起解他的鞋帶。」



若1:29-32

第二天，若翰見耶穌向他走來，便
說：「看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
者！這位就是我論他曾說過：有一
個人在我以後來，成了在我以前的，
因他原先我而有。連我也不曾認識
他，但為使他顯示於以色列，為此，
我來以水施洗。」



若1:33-34

「我也不曾認識他，但那派遣我來
以水施洗的，給我說：你看見聖神
降下，停在誰身上，誰就是那要以
聖神施洗的人。

我看見了，我便作證：他就是天主
子。」



把耶穌介紹給他的兩個門徒

使他們跟隨了耶穌

這兩個門徒：

西滿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

若望

(參閱若1:35)



以性命為正道與真理作證（瑪14:3-12）

原來，黑落德為了他兄弟斐理伯的
妻子黑落狄雅的原故，逮捕了若翰，
把他囚在監裏，因為若翰曾給他說：
「你不可佔有這個女人！」黑落德
本有意殺他，但害怕群眾，因為他
們都以若翰為先知。



到了黑落德的生日，黑落狄雅的女
兒，在席間跳舞，中悅了黑落德；
為此，黑落德發誓許下，她無論求
甚麼，都要給她。她受了她母親的
唆使後，就說：「請就地把若翰的
頭放在盤子裏給我！」



王十分憂鬱，但為了誓言和同席的
人，就下令給她。遂差人在監裏斬
了若翰的頭，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，
給了女孩；女孩便拿去給了她母親。
若翰的門徒前來，領了屍身，埋葬
了，然後去報告給耶穌。



若翰教導門徒禁食與祈禱

有一次，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，停止
以後，他的一個門徒對他說：「主，
請教給我們祈禱，如同若翰教給了他
的門徒一樣。」（路11:1）



若翰教導門徒禁食與祈禱

他們又對他說：「若翰的門徒屢次禁食，
行祈禱；法利塞人的門徒也是這樣；而
你的門徒卻又吃又喝。」（路5:33）

那時，若翰的門徒來到他跟前說：「為
甚麼我們和法利塞人多次禁食，而你的
門徒卻不禁食呢？」（瑪9:14）



「我實在告訴你們：

在婦女所生者中，沒有興起一位比
洗者若翰更大的；

但在天國裏最小的，也比他大。」

耶穌稱讚若翰（瑪11:11）



洗者若翰 : 先知中最大的一位

◆舊約時代最後的一位先知

◆默西亞的前驅

◆引導猶太人直接親近和認識救世主

◆親自用手指給眾人說：「請看，這
便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！」



在天國裡最小的，也比他大。

◆這裡所說的天國：耶穌所立的教會

◆此處的「大」或「小」，不是就聖
德而言，而祇就歷史先後和所處的
環境不同而言

◆並非討論若翰是否偉大的問題，而
是強調：耶穌的到來展開了一個新
的時代 ── 天國的時代



在天國裡最小的，也比他大。

◆屬於教會的人，都比若翰大

◆耶穌邀請人想像宗徒使命的崇高



若翰與谷木蘭團體

是否有關？

最大最小的先知





反省及生活實踐

最大最小的先知



反省及生活實踐

1. 洗者若翰是耶穌的前驅，

為主預備道路。

你有沒有實踐福傳之使命，

向家人親友傳報福音？



反省及生活實踐

2. 洗者若翰為主作證，

你有沒有以言以行為主作證？



參考資料：

聖經辭典#1353 若翰


